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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給台灣自有的
CNC數控系統一個掌聲

若說到數位化與電腦技術，那台灣在國際排名上肯定會屬於前段班，甚至可以說會是名

列前茅。因此，基於在ICT產業上的領先優勢，CNC數控加工技術應該要是台灣相當擅

長的領域。

台灣雖然在全球工具機市場上排名第四，但在工具機產業上（包含台灣在內），業者仍

多數是使用日、德兩國的控制系統產品。一方面是這些國家的產品在穩定度與精準度上

確有其過人之處，再來就是在品牌的知名度，還是遠勝過台灣業者，造成台灣自有的

CNC數控產品在市場上的能見度依然不高。

然而台灣工具機產業投入自有CNC數控技術的研發已有數十年之久，隨著在機械領域的

生產經驗的累積，現在也已有非常優異的成果，就只差建立品牌和市場信心而已。而在

目前工業4.0和智慧製造趨勢的帶動下，工廠ICT系統應用的需求又更加顯著，或許這就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讓台灣的CNC數控系統有撥雲見日的機會。

本期的智動化雜誌就為讀者們發掘出台灣在CNC數控領域的卓越之處，包含工研院機械

所的先進研究與應用，以及專訪了兩家台灣相當知名的工業解決方案供應商－凌華科技

和台達電子，而他們的成果讓我們對於台灣在CNC控制方面的技術非常有信心。

另外，談到CNC數控系統，EtherCAT（乙太網控制自動化技術）相關的技術與應用也是

不可錯過的主題，特別是目前的數位工廠在網路的傳輸頻寬與架構上，都更加的龐大與

複雜，若要落實數位工廠或者發展工業自動化，在控制網路的佈建上勢必要做足功課。

因此本期的專題報導也以三篇文章的篇幅，來為讀者們介紹目前在EtherCAT方面最新的

技術發展與應用趨勢，希望對於正在建置或者有意投入發展工業自動化控制系統的業者

們有所幫助。 

副總編輯









在工具機市場上，日本與德國的產品與技術都是領先應用的指標。 

隨著智慧製造和工業4.0的興起，智慧製造講求ICT技術的導入， 

這正是台灣的強項，而在CNC數位控制的領域， 

台灣也有領先的技術和解決方案。

CNC
數控系統
CNC

數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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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景新

在智慧化的趨勢下，工研院將持續研發高階控制器，推動智慧製程軟體、高荷

重robot以及高階車、銑控制器自主，支援智慧製造示範場域建構。

要實現智慧製造的願景，數位化與電腦化是最

關鍵的一環，而在精密製造領域也同樣如

此，透過數位化和電腦化的數控工具機，將可依照已

編程好的程式對任何產品和零部件直接進行加工了，

而這就是「數控加工」。而數控加工廣泛應用在所有

機械加工上，更是模具加工的重要發展趨勢。

工業4.0與物聯網 
引領智慧CNC數控技術趨勢

工研院四大技術助攻台灣業者



CNC數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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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字面上看，「CNC」就是Compute r i zed Numer ical 

Control的縮寫，也就是電腦化的數位控制技術，是利用

數位化的指令對工具機運動及加工過程進行控制的一種方

法。運用數控技術的工具機，或者配備數控系統的工具機

稱為數控工具機，其整個系統概略可分為：數控裝置、可

編程控制器、主軸驅動器及進給裝置等。

而要實現對工具機的控制，就需要用幾何邏輯來描述刀具

和工件間的相對運動，以及用製程資訊來描述工具機加工

必須具備的一些製程參數，例如：進給速度、主軸轉速、

主軸正反轉、刀具轉換和冷卻液的開關等。

四大趨勢–智慧、整合、多軸、機聯網

根據Gardner Research的研究數據顯示，2016年台灣維持全

球第七大工具機生產國，產值37.13億美元，較2015年40.4

億美元，負成長7.9%。同年台灣出口值達29億美元，為全

球大五大出口國，出口比率達78%。目前國產工具機採用

國產控制器，主要為放電加工機、磨床、具床等機型，由

新代、寶元、台達電及舜鵬等支援。至於綜合加工機、車

削中心等中高階工具機占比不到10%。

「智慧製造下CNC數控技術發展趨勢有智能加值

軟體化、精密機械與工業手臂整合化、多軸多系

統化、工業4.0機聯網化等四大趨勢。」工業技

術研究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智慧機械技術組組

長孫金柱指出，工研院將協助廠商把握這四大趨

勢，在CNC數控技術維持領先。

採訪伊始，孫金柱迫不及待地介紹桌面上這兩個

以五軸刀具中心點控制機能驗證產出的精巧葉

片，由工研院研發的該工具機支援刀具中心點控

制機能、Ｓ曲線加減速、自動轉角減速功能、

相容於Fanuc G碼，G43.5，加工時間只要六分45

秒，相較以往一個葉片須耗時兩三個小時，大幅

縮短生產時間，並提高良率。

孫金柱解釋，Mazak、DMG MORI、Okuma等工

具機大廠紛紛開發各式智能加值機能，讓使用

者選用，驗證了智能加值軟體化是大勢所趨。

「DMG MORI的CELOS，還有Okuma的Apps。」工

研院自行研發的車銑複合機就導入了UI介面，讓

各種參數一目了然，降低使用者門檻。

精密機械與工業手臂整合見諸日本Fanuc與德國

西門子，均朝向精密機械與機器手臂整合控制。

多軸多系統化可見Fanuc、三菱與西門子都將控

制器的系統數與軸數同步向上提升，以因應CNC

多軸自動車削中心等需求。「如Fanuc由10系

統提升至15系統；西門子由10系統提升至30系

統。」至於工業4.0機聯網化，孫金柱舉例，像

Fanuc以FIELD System，Okuma以Smart Factory，提

供智慧工廠控制解決方案。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智慧機械技術組組長孫金柱執行
CNC切削實機操控。（攝影／王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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